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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高水平大学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适度扩大高水平大学博士生人才培养规模,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且有

利于提高培养质量,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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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

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博士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学历教

育,作为学术研究与产业的桥梁,已经远远超出了单

纯的学术领域,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

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流大学建设能否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为国

家和民族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关键

在于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从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来

看,没有数量也很难有质量,一定数量的人才培养可

以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积累人才培养的经验、提高

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十二五”期间,教育部开展了

九校博士生招生计划弹性管理改革试点,为创新驱

动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适

应未来发展需要,适当增加博士生招生计划和计划

弹性,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的高质量博士生培养,将
有利于这些大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一、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是国家

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一)加大高质量博士生培养是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到

２０５０年要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强调要让科技和人才成为国力

强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要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

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

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成为

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
博士生人才培养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将

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作用,
也将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我国高水平大学培养更多的具

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质量博士生.
(二)加大高质量博士生培养是实现“双一流”的

主要途径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中重要建设任务包含要建设一

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科学研究水

平,与博士生人才培养都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博士生人才在双一流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加

大、加快高质量博士生人才培养将成为“双一流”建
设的重要途径.增加博士生人才培养规模符合“双
一流”建设的要求.

(三)高质量博士生人才培养是国际学术人才市

场的必争战略

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化逐渐

成为各国博士生教育的重要发展战略.美国始终保

持着技术领先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

拥有全世界最强大并聚集了世界一流人才的高质量

博士生,海外留学生被认为是一种维系美国持续的

创新能力的重要投入,是美国大学、产业界的新理

念和创新的重要源泉.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

发展,现处于国际人才市场竞争前沿,要实现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和“双一流”建设,需要大批学术人

才占领国际学术人才市场,提高我国科学研究在

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一定的博士生培养规模和

高水平的培养质量,可大大提升学术研究的国际

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双一

流”建设的实现.

二、高水平大学为国家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发挥引领作用

(一)为国家发展输送了一批创新驱动发展亟需

的高层次人才

高水平大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他们活

跃在国家发展需要的重要岗位上.高水平大学的人

才培养坚持“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培养了大批国

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各个领域人才.某大学

２０１５年博士毕业生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就业比

例达５３．５％,体现了学校学术人才培养的价值.在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人才培养

理念指引下,某大学博士毕业生大批在军队、国家电

网、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等国家重要领域和部门就业,涌现出一批

创新人才,实现了学术报国的理想与目标.某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博士毕业生王某,历任神舟飞船主任

设计师、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现任空间站系统总指

挥,兼任天宫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挥,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带领团队获得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突

出贡献奖.
(二)高水平博士生活跃在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并

取得重要成果

近年来,一批博士生参与到重大科研项目中,取
得瞩目的成绩.国内学生参与并发表在 «科学»
(Science)、«自然»(Nature)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的

论文越来越多,博士生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

力量.某大学博士生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领域,每
年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多,２０１５年达

１４５８人次.某大学自动化系博士生钟某的论文荣

获２０１４年第２１屇ICWS(国际网络服务年会)权威

大会唯一最佳学生论文奖;某大学机械系博士生王

某是平坦化/CMP技术国际会议大会“最佳学生论

文奖”的唯一获奖者;某大学生命学院２０１２级博士

生杭某,解析了真核细胞剪接体复合物的高分辨率

三维结构,在«科学»、«自然»发表第一作者论文３
篇,成果入选“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某大学物

理系博士生常某某、张某某、冯某和中科院物理所博

士生沈某作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在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
(三)国内培养的博士质量获得国际一流学术机

构的认可

随着博士生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国内培养出

的博士质量也获得国际一流学术机构的认可.一批

高水平大学培养的博士在国际学术领域崭露头角,
在国际上树立国内博士生培养高质量形象,展现出

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重要成果.一批博士毕业生获

国际一流大学教职.某大学物理系博士祁某某,获
得了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教职;博士毕业留校的年

轻教师郑某某,最近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直接聘任

讲席教授;某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邹某,作为摩

擦学专家被美国奥克兰大学评为教授、工程学院副

院长;某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毕业生徐某,被聘

为美国拉玛尔大学化工系终身正教授和该大学杰出

教授;某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张某,被聘

为德国凯撒斯劳滕工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

W３教授(德国最高级别教授)、自动化所所长
这些活跃在国际一流学术机构的博士毕业生,通过

他们卓尔不凡的表现,展示了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
为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走向国际舞台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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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改革为博士生人才培养规模

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一)确定了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总体

发展规划

某大学按照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的总体部署,力争到２０２０年整体达到世界一流大学

水平,主要可比性指标、国际影响力再上新台阶,为

２０３０年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２０５０年成为世界顶

尖大学奠定坚实基础.学校十三五发展目标是:１)
主要优势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２)整体师资队伍

建设达到一流水平;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显著

提高;４)科学研究引领创新能力显著增强;５)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加强;６)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

度基本建立.
在人才培养规模结构方面,明确保持本科生培

养规模基本稳定、适度减少硕士生培养规模和适度

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着力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人才培

养的主要指标和整体质量与世界一流大学可比.
(二)人事制度改革保障以一流师资培养高质量

博士生

某大学紧紧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

标,以建设世界一流水准的师资队伍为关键,不断深

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校人事制

度改革,突出岗位职责导向,建立“标准明确、权责清

晰、评价公正、流动有序”的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制

度.根据岗位职责,全校设置教研、教学、研究三个

不同职务系列,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实行不同的支

持模式.教研系列是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并重的职

务系列,以教书育人为第一学术职责,完成一定量的

教学工作;教研系列教师和研究系列首席研究员还

要承担培养和指导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职

责;学校各学科参照已经确定的国际前１０或前２０
目标高校师资水平,聘任教研系列教师.

某大学充分发挥重点人才在人才培养中的作

用,提高优质教育资源在人才培养中的效用.在博

士生名额配置中对于杰出人才,每年增加１个博士

生招生名额;对于青年杰出人才,连续３年每人每年

增加１个博士生招生名额,这部分名额已达到将近

７００人,这将有利于各种人才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作

用,提高博士生的整体培养质量.

四、博士生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的关系

研究生教育坚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
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博士生

培养质量就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也是博士生教育

的最重要的目标.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指出“博
士生培养质量反映一流大学人才培养高度和学术创

新水平”.不同学科对博士生培养规模与质量目标

也有差异.规模与质量不是矛盾体,处理好规模与

质量关系有助于提高博士生质量.博士生培养规模

应符合人才培养质量规律,充分发挥优质人才和学

术资源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作用,提升博士生的培养

质量.
(一)博士生培养规模应符合人才培养质量规律

部分基础性理论研究学科培养“少而精”的学术

大师.这些基础学科博士生培养侧重潜心做基础理

论研究,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推演,这类学科

的博士生毕业后往往在高等研究机构从事研究,需
要少而精,应按杰出学术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精雕

细作”培养.一些应用性学科或者基础研究中的实

验性学科则需要一定规模的人才培养满足社会需求

和创新发展需要.这类学科的博士毕业职业范围较

广,社会需求较大,可在学术领域和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一些重要的行业中从事技术性创新工作.一些实

验性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长时间连续研究、
逐步攻克科学难题,需要一定量的科研人员持续

推进.
随着研究生教育分类培养的推进,硕士研究生

将侧重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博士研究生侧重

于学术人才的培养,将突出“学术更学术、专业更专

业”的特点.对于未来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博士生培

养规模也将有所增加,从而提升研究生分类培养的

质量.
(二)博士生招生计划应向优质培养资源倾斜,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

博士生培养需要投入大量的师资、经费、科研项

目等资源,优质的人才培养资源投入是培养高质量

博士生的基础.不同类型的学校或者学科,在人才

培养规模上不宜一刀切甚至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

利于激发人才培养潜力、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竞争.
不同学校或学科应发挥自己的人才培养优势.在人

才培养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不利于

人才培养质量,在人才培养资源充足情况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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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规模过小不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作用.因此在

人才培养规模或招生计划方面应向优质教育资源

(如优势学科和优秀人才)、国家发展战略亟需、人才

培养质量高的高校或学科倾斜,对开展学科交叉、创
新型前沿研究项目予以重点支持,提高人才培养效

率和质量.

五、博士生人才培养规模

适当增加符合社会需求

(一)我国博士生规模有提高空间

研究生教育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生

教育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快速

发展并已步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目前我国

实行的国家教育体制,国家层面确定博士生招生的

总规模,对每个博士生培养单位下达当年博士生招

生计划,招生单位在下达计划内招生.近年来,一些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随着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增加,招
生计划成为了博士生招生和培养的重要瓶颈.

１９８１年全国招收博士生４００余人、硕士生９６００
余人,２０１５年招收博士生达７．４万余人、硕士生５７
万余人,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１８５倍,硕士规模增长

近６０倍.从博士生人才培养数量来看,因为起步

晚,基数小,增长幅度较大,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与
创新驱动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和国际博士生人

才规模相比还有差距.２０１４年美国千人注册研究

生数９．３,而２０１４年我国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１．４.
从我国人口体量和国家整体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来

看,我国博士生规模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规模和规模确定机制

欧美地区拥有一批世界性的一流大学,经过了

较长时间发展,培养了大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人

才.按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统计口径,２０１３
年全美共授予博士学位１７５０３８人[１].袁本涛等学

者通过对比我国和英美等国家或地区,认为研究生

人才资源存量,研究生教育规模依然不足;培养规模

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匹配[２].中国研究生教育

发展历史较短,部分学校集中了大量优质师资.从

欧美博士生教育来看,各学校对博士生培养数量的

没有严格限制,但有对资源匹配的要求,其中对博士

生指导教师经费保障有明确要求.欧洲一般要求每

人年均经费一定要保证,导师需要有三年经费才能

招学生;美国一般以各院系能提供的助教和助研岗

位来确定招生人数,首先必须保证第一年的资助来

源,但在培养过程中一旦经费不足博士生有良好的

流动机制.
(三)博士生人才需求旺盛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

争,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不仅

是学术和科学研究机构,社会各个层面和企业,都需

要创新型人才,尤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高科技需要

大量的博士.因此,为社会培养充足的博士人才具

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博士生培养规模应与一

流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相适

应.目前全社会对于高质量的博士生需求大,同时

高水平大学的科研需求也需要最有创造力的博士生

来参与.近年来,一些学校师资力量不断增强,博导

数量大幅度增加;科研项目逐年增加,科研经费不断

提高.在国际上有较好的博士后制度支撑科学研

究,但国内博士后规模、数量、待遇等方面难以支撑

科研需求,博士生成为重要的科研力量.某大学现

有博导２６５３人,２０１６年招收博士生约２０００人,导
师人均招生数仅０．７５名.根据调研,导师指导博士

生理想平均人数一般在５Ｇ１０名之间(不同学科略有

差异),按博士生培养年限一般在４Ｇ６年之间,每位

导师每年招收１Ｇ２名博士生较为合适.按现有博士

生导师人数,该校的博士生培养规模显然还有较大

幅度提高的空间.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博士生培养规模与质量问题关乎国家战略发展

需求,关乎高水平大学更好更快地服务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需求,关乎“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学术人才市

场占有.但当前一些高水平大学面临博士生招生规

模限制瓶颈,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支持这些高水平

大学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并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议如下:

１．博士生人才培养要处理好规模和质量的关

系.提高质量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核心,也是中国

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走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重要手

段.教育主管部门应支持一批高水平大学做大做强

博士生教育,鼓励这些学校在招生规模、招生方式、
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使我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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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走向世界一流.

２．适度增加博士生培养规模符合国家发展战

略.人才培养要以需求为导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快

速发展时期,需要一批创新型人才参与到各项建设

中来.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博

士生这一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加大,以提高经

济发展水平和质量.适度增加博士生培养规模有利

于高水平大学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力支

持.“双一流”建设需要一批优秀的高层次学术型人

才,适度增加博士生规模保障“双一流”建设,从而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３．适度提高高水平大学博士生培养规模自主权

有利于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人才培养主体在培

养单位,培养单位更直接了解社会需求,培养单位对

社会需求可以更快进行主动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
建议相关主管部门根据高水平大学自身发展需要和

培养能力,自主确定招生规模,或给予这些高校跨年

度自主调整招生规模的权力,或给予这些高校更大

的招生规模弹性调整空间等.通过这些方式保持博

士生招生规模稳步增长和提高计划的弹性有利于合

理自主确定博士生培养规模.

４．经过３０多年的博士生的培养和经验的积累,
并在“２１１”“９８５”等高水平学科建设的支持下国内高

水平大学的部分学科已经进入到国际一流的水平,
同时国家和我国高水平大学近年来加大了人才引进

和人才培养的力度,整体师资力量和科学研究水平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适当扩大博士生的培养规

模和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

基础.

５．增加博士生招生规模仍需坚持质量优先原

则.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
同时研究生教育仍具有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研究

生教育仍需坚持质量优先和公平公正原则.在研究

生招生过程中应坚持严格要求、宁缺毋滥的原则,坚
持自主、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确保博士生招生质量,
进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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